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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演員黃可柔演唱古腔粵曲《高平關取級》（選段）

2   (左起 )：樂師李迪倫、司徒蔚雪、袁嘉怡、廖俊熙、茹健朗、何晉熙演奏廣東

音樂

牌子演奏《得勝令》

看粵劇時聽到「啲打」（又稱大笛、嗩

吶）吹奏的旋律，加上大鑼大鼓，就是

吹打牌子。牌子《得勝令》氣魄雄偉，在

粵劇中用來襯托得勝回朝的場面。《得勝

令》除了用作粵劇音樂的素材之外，也是

音樂演奏會經常選奏的曲目。

古腔粵曲《高平關取級》（選段）

二十世紀初之前的粵劇、粵曲不是用廣

府話唱，而是用戲臺官話。官話是清代

以前的官員用來溝通的共同語言，各地

官話不盡相同，戲臺官話與官場上用的

官話亦有差別。粵劇的官話出於桂系官

話之中的柳州方言。粵劇改用廣府話

之後，用官話唱的粵曲就叫做「古腔粵

曲」。《高平關取級》由小武和武生對唱，

聽起來十分威武，演唱者用「大喉」發

聲，又叫做「霸腔」，嗓音高亢、雄壯。

這支曲刻畫建立宋朝的趙匡胤向鎮守高

平關的高行周借人頭以成功業的故事。

廣東音樂《旱天雷》

廣東音樂大致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十九

世紀已在珠江三角洲流傳的民間小調或

戲曲、說唱的旋律，演奏多了就成為器

樂曲目；一種是外省傳入的曲調，漸漸

演變為廣東地道風味的樂曲。這些樂曲

一般穿插於戲曲表演的場與場之間，或

在家中自娛時奏。奏樂者通常是從事粵

劇、粵曲表演，或熟悉這些表演的人。

旱天雷》的節奏十分強勁，表現大旱天

時聽到雷聲，興奮地期待天降甘霖的情

境。這是粵派洋琴（揚琴）主奏曲，由洋

琴樂手嚴老烈（約 1850-1930）根據《三

寶佛》第二闕〈三汲浪〉創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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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陳澤蕾（左）、文雪裘（右）演出粵劇折子戲《帝女花》之〈香夭〉

粵劇折子戲《帝女花》之〈香夭〉

從容就義？忍辱負重？

香」是年輕女子的代稱。「少壯而死曰

夭」。（《釋名．釋喪制》）粵劇折子戲

〈香夭〉搬演的是年方十六的明朝末代

公主長平和駙馬周世顯都不願受清帝籠

絡，在花燭之夜雙雙服毒自殺的故事，

表現寧死不屈的氣節，做人最基本的

尊嚴。這齣折子戲取自粵劇《帝女花》

最後一場的一個片段，全本《帝女花》在

1957年由任劍輝（1913-1989）、白雪

仙 1928-）領導的「仙鳳鳴劇團」首演。

長平公主和周世顯是歷史人物。《明史》

記載公主上書清帝請准削髮為尼，清廷

卻命周世顯與公主成婚，並賜邸府、金

錢等。公主抑鬱成疾，婚後第二年病逝。

清代編劇黃韻珊（1805-1864）參考《明

史》以傳奇體製寫成《帝女花》。唐滌生

1917-1959）編撰的粵劇《帝女花》加入

公主和駙馬以死明志，主動堅拒籠絡的

情節，在劇作中重新詮釋歷史人物。

歷史上確有不少視死如歸的義士。不過，

生命可貴也是無庸置疑的。在粵劇《帝女

花》裡，長平和周世顯為了爭取安葬先帝

及釋放太子而入朝，人身已受制於清廷，

活下去無異於歸順，兩夫妻背負著前朝

公主和駙馬的身份，情何以堪。自殺的

選擇必需放在這個戲的背景中去理解。

放棄生命往往不是唯一的選項。歷史上

亦不乏忍辱負重的人物，例如越王勾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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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王希頴（左）、黃可柔（右）演出粵劇折子戲《帝女花》之〈香夭〉

？-前 465）被吳王夫差（？-前 473）打

敗後選擇投降，留在吳國伺候吳王三年。

勾踐返國後發奮圖強，在家中吊起一隻

苦膽，坐臥、飲食都嚐一嚐膽的苦味，

提醒自己不要因為當下安穩的日子而消

磨意志，忘掉之前的屈辱。十年後，勾

踐終於滅掉吳國。事見 史記･越王勾

踐世家》。

音樂、身段

旦： 倚殿陰深奇樹雙

生： 明珠萬顆映花黃

旦： 如此斷腸花燭夜

生： 不須侍女伴身旁

折子戲〈香夭〉由扮演公主的正印花旦

和扮演駙馬的文武生輪流念四句詩白開

始。詩白是粵劇的一種念白方式，是四

句或兩句的齊言詩，有七言，亦有五言，

基本上分兩頓（大致七言以上四下三，

五言以上二下三為多），要押韻。上引詩

白中第二句的「黃」和第四句的「旁」是

韻腳。演員每念詩白一句後，樂師打一

搥鑼鼓，聲如「得撐」，念完末句第一

頓可稍作停頓，攝入一搥鑼鼓，聲如「查

得撐」。

接下來，生旦對唱一支調寄〈妝臺秋思〉

的小曲。粵劇音樂有板腔體、曲牌體、

說唱體三大體系。板腔體和說唱體都沒

有既定旋律，唱者依照唱詞的聲母、韻

母、聲調，按板式（叮板形式、下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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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陳澤蕾（左）、文雪裘（右）演出粵劇折子戲《帝女花》之〈香夭〉

式）及結句音等規範創造唱腔。小曲屬曲

牌體，旋律相對固定，大部分取自既有

作品，如廣東音樂，有的是原創曲調，

〈香夭〉用的〈妝臺秋思〉是改編作品。

〈妝臺秋思〉是琵琶套曲《塞上曲》的第

四支曲，收錄於浙江琵琶手李芳園（約

1850 -1901）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

編訂出版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

譜》。在《帝女花》首演前數月，粵樂手

兼製譜人王粵生（1919 -1989）在台灣發

現〈妝臺秋思〉的樂譜（版本不詳），並改

編成用於粵劇的曲調，經唐滌生填詞後

成為〈香夭〉。

在表演方面，〈香夭〉包含了十分豐富的

身段。任劍輝、白雪仙演繹的〈香夭〉邊

唱邊舞動，有崑曲逢歌必舞的風格。

例如唱第一句「落花滿天蔽月光」前，

飾演公主的白雪仙先仰望落花，俯首輕

嘆，邊唱邊放水袖，用右手掩左手，先

揚左手翻袖，然後右手反翻袖再望落花，

此時飾演駙馬的任劍輝靠近，與白雪仙

同望落花（參考任、白電影《帝女花》）。

落花是〈香夭〉裡重要的意象，寄寓如花

般的帝女美麗而短暫的生命。《紅樓夢》

第二十七回的〈葬花詞〉也是以滿天紛飛

的落花開頭：「花謝花飛花滿天，紅消香

斷有誰憐」，黛玉與長平的命運雖然不盡

相同，但都在二八年華香消玉殞。唐滌

生〈香夭〉曲首與曹雪芹〈葬花詞〉首句

的意韻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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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陳禧瑜（左）、譚穎倫（右）在短篇粵劇《穆桂英招親》中大耍纓槍

短篇粵劇《穆桂英招親》

從單支粵曲到短篇粵劇

短篇粵劇《穆桂英招親》並不是從全本

戲截取出來的折子戲，而是根據單支

粵曲改編而成的短劇。龐秋華（1928-

1991）編撰粵曲《楊門女將》之〈招親〉，

交由羅家英（1946-）、李寶瑩（活躍於

1950-80年代）演唱，1980年代灌錄

唱片。其後，羅家英、李寶瑩用粵劇的

形式演繹粵曲《楊門女將》之〈招親〉，衍

生出名為《穆桂英招親》的短劇。

本事

粵劇《穆桂英招親》的曲文與單支曲《楊

門女將》之〈招親〉的基本一致。楊宗保

說他是宋室的楊家將，特意前往穆柯寨

借降龍木破敵軍兵陣。穆桂英不允借出，

楊宗保就舉起楊家槍。穆桂英施展回馬

槍將楊宗保擊敗，並乘勢逼婚。其實二

人早已一見鍾情，當楊宗保聽到眼前女

將原來不是山賊，又願意用降龍木替宋

軍退敵，就答允共訂婚盟。

戲曲中的歷史與虛構故事

穆桂英招親》是楊家將故事的一個片

段。楊家男將如楊業（？ -986）、楊延

昭（楊六郎 958-1014）、楊文廣（？ -

1074）等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宋史》

中有〈楊業傳〉，後附楊延昭、楊文廣的

傳。楊門女將如佘太君、穆桂英的故事

則是虛構的。明代的長篇小說《楊家府

演義》、《北宋志傳》已經有楊門女將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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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員黃寶萱展示翎子功 

楊家將的忠義

楊宗保自報家門時唱：「楊家代代出英

雄，忠義滿門皆好漢；一心借取降龍木，

破除妖陣滅遼邦。」作為忠義之後，楊宗

保用盡方法抵禦外敵。

穆桂英向楊宗保招親時唱：「愛君年少又

英雄，義保河山戰沙場，倘蒙答允鳳諧

鸞，矢誓投誠無異向。」山寨女兒傾慕

年少將軍的義舉，並願意效忠宋室。根

據民間傳說，楊門的忠義致使楊家男將

一一為國捐軀，十二寡婦也走上沙場，

延續保家衛國的使命。

把子功、翎子功

穆桂英與楊宗保發生武力衝突時用纓

槍。纓槍是戲曲表演用的兵器道具，與

刀、劍等兵器道具統稱為「把子」，透過

把子展現武打技藝的基本功叫做「把子

功」。兩人情投意合，訂立婚盟時耍弄頭

頂上一對雉雞尾來傳情達意，雉雞尾又

叫做「翎子」，是將帥戴來顯示英武勇猛

的，用翎子展現的做功叫「翎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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